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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降薪薪潮潮””来来袭袭
银银行行掀掀起起内内部部革革命命？？

一周财经言论

>>>>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自律型创业》

作者：
比尔·奥莱特

本书源于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商学院最受欢迎的创业
课程，这本书提供的创业工
具箱在该学院被称为“自律型
创业”。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学生成立的公司数量惊人，这
些公司共创造了300多万个就
业岗位，如果把麻省理工学院
校友成立的企业算在一起，
其每年创造的收入，可以堪
称世界第11大经济体。

创富荐书

周鸿祎：

对不起，这次我

来给手机圈添堵了
“手机行业开发布会有三
个潜规则，一，穿乔布斯

装是标配；二，发布会
很长，至少4小时；三，
所有人都在学苹果，
大家却都以砸苹果为
乐，砸了后还是用苹

果。”
——— 6日，周鸿祎在奇

酷手机品牌发布会上如此调侃
友商。

“七八年前，很多人加入了
阿里巴巴，一些聪明的人认为
公司给的机会很少，被别的公
司挖走了，或者自己创业，收入
和待遇提高了。剩下的人不聪
明，没有人来挖，结果五年以
后，回头一看，我们居然变得这
么有钱。”

——— 马云说，我们不勤奋，
也不聪明，结果我们这些人都
变成了富翁。

“过去我们是单纯地送快
递，大家都习惯了这套思路和
做法，不自觉地就把这一套做
法套用到新的业务领域。我曾
经对很多同事说，别把以前的
经验当作宝，你所以为的经验
很可能是一种包袱。”

——— 2014年顺丰进行了
一系列变革举措。在大刀阔斧
地改革后，顺丰速运集团总裁
王卫认为，进入一个全新的领
域都要有归零的心态。

“通过自己的体会和
跟很多成功企业家的交流，
发现创业最开始的原动力都
不是为了赚钱，这一点可能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其
实通过创业挣钱是最苦最累
的一条路。”

——— 李彦宏说，他创业时
想到的是有一天有几亿人在
用他做出来的东西，没有想到
的是搜索引擎这么赚钱。

“在与对方合作前，先看
看公司老板下班后干什么。
如果天天跟政府官员在一起
扯，那一定是为了寻租或者
遇到了什么麻烦。如果在酒
楼桑拿里泡银行，那一定是
公司空手道还得银行援手。
如果左右不离公检法、军警
宪特、江湖弟兄，那一定还有
事需要摆平。”

——— 冯仑说，如果老板
或经理不成天往政府跑，而
是往同行那里跑，往市场跑，
那一定会变成行业先进。

本报记者 姜宁

动底薪：迫不得已的下策

30岁的小罗七年前进入青岛一家国有
商业银行，从信用卡部业务员开始干起，变
成了有正式劳动合同的私人银行部主管，月
薪从1300元提高到7000元。

年后，单位搞绩效工资制，小罗这一级
的，50%的薪酬被纳入到绩效制考核中，其
中3500元算底薪，剩下3500元算“预支费
用”，“如果理财销售、存款新增、基金代销等
十几项业务在年底不能完成规定的数额，这
每个月发放的‘预支费用’将从季度奖和年
终奖扣除。”小罗说。

不到一小时的午饭时间，小罗拨打了十
几个客户的电话，推销热门基金。“市场不景
气，贷款不敢放，存款又一直降，银行现在只
能靠这些中间业务赚钱了，压力重了很多。”

面对降薪，农行某支行行长老杨心态要
宽松很多。“我们还算好点，银行年后拿出
40%薪酬参与绩效考核。”老杨说，他现在所
在的支行营业部中，主任级别的中层月薪
6000元左右，普通柜员4000元左右。实行绩
效制考核后，员工每月最少要拿出1000元参
与绩效考核。

“这对于那些刚参加工作，没有客户量
的年轻员工来讲是种挑战。”老杨说，自己干
了这么多年零售部主任，还第一次赶上银行
这么困难。

青岛本地城商行一位高管透露，现在降
薪20%算低的了。股份制银行底薪较低，收
入更多靠绩效工资，靠业务提成。像一线拉
存款的员工底薪一两千很普遍，员工收入大
多来源于业务量，比如拉来100万存款，银行
会奖励揽存量的3%-5%作为客户关系维护
费，员工抽成一部分，给客户一部分。所以这
次绩效改革试验，能力强的人不会受影响。

从2014年已公布的上市银行年报看，银
行业平均年薪13 . 5万元。拿出“动底薪”这一
招的确会减少人力成本，“但万不得已，没有
一家单位愿意动底薪，因为这会造成人心动
荡。”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一位内部人士表示，
光大银行从去年就消减员工待遇，因为底薪
不高，减的是各种福利待遇比如过节费等。

“经济形势不太好，不良贷款率激增，银
行利差减少，为应付这种非常形势，各家银
行不得不出如此对策。”老杨说。

大批信贷员因坏账辞职

不久前，青岛市各家商业银行密集召开
的第一季度经营情况研讨会上，“不良贷款”
和“存款新增”成为了不少银行行长强调的
关键词，而拉存款的战火直接延伸到社区。

在交通银行辽阳东路一家社区银行，市
民不仅能够买理财产品，还能买菜、买水果、
面粉、大米等生活必需品，价格较周围超市
便宜许多。在李沧区一些银行社区支行里，
茶水间、棋牌室统统被搬进了社区银行里。

“只要能带来效益，银行高层都会鼓励
创新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总体上看，由于股份制银行在揽客营销
的尺度上远大于国有行。目前，以平安银行、
民生银行为代表的股份制银行存款增速还
能继续保持增长。在刚结束的青岛市金融办
金融工作会议上，记者了解到，虽然去年存
款总量仍有所上涨，但增幅放缓，其中一大
原因是理财产品、股市分流银行存款。

除了拉存款外，包括老杨和小罗在内，
不少银行工作人员都表示，最大限度地降低
不良贷款，是当下任务中的重中之重。

“青岛有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信
贷业务员大量辞职，就是因为坏账过多，几
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境地。”青岛市某国有商
业银行的个贷业务部经理老王说，从去年二
季度开始，GDP增幅达到了十几年来的新
低，青岛周边县域很多民企因为经营不善还
不上贷款，一时间造成银行不良资产激增，
这引发了商业银行对于民营中小企业的惜
贷潮。

小罗私下透露，该行在不少城市的分行

都存在信贷业务员辞职的情况。“听说江浙
那边辞职的人很多，将近一半的信贷员都辞
职了。”小罗说，总行最近为了缓解这种“辞
职潮”，刚刚下发了“贷款收不回来不批准辞
职”的规定。

行长位子与不良贷款率挂钩

4月19日，央行再次降准1%，释放上万亿
流动性，期望能让中小企业获得更多贷款支
持。今年的2月、3月、4月，央行先后两次降
准，一次降息，如此频繁的货币政策变动幅
度，为近几年所罕见。

“降准对银行是利好，但现在用处不
大。”青岛某城商行个贷部负责人张经理说，
就现在形势来看，目前银行依靠的赢利点还
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息率要高于对大
企业的贷款，但如今坏账压力太大，谁敢把
钱贷给中小企业？

从目前已公布的上市银行2014年年报
来看，除了宁波银行外，招行等13家银行的
不良贷款率全线突破1%，其中农行不良贷
款率为1 .54%，为各家银行最高。

去年，省内陆续发生了一些不良贷款集
中爆发事件，很多银行已经将狠压不良贷款
作为领导考核第一指标，一旦不良贷款过
多，领导可能降职甚至调任，员工福利、奖金
减少。如此一来，银行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更加缩手缩脚。

“2014年之前，我们这个支行针对中小
微企业贷款每年都有20%以上增幅，2014年
基本保持不变，今年放贷量则可能会下降。”
青岛一位城商行的县域支行副行长说。

支行行长工资靠中间业务定价

“去年青岛这边不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
支行行长都能拿到百万以上年薪。今年，有
人会拿得更多，但也有人收入会减少。”老杨
说，不少股份制商业银行融资成本在5%以
上，依靠传统的存贷差模式难以维持长久以
来的高利润。

杨经理是青岛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分行
营业部主任，以往各支行或营业团队之间
每年都会分到诸如存款、基金、信用卡、理
财等销售指标，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
须完成任务。像杨经理所在的营业部有十
几个人，营销任务以往都是他和理财经理
小齐一起去做，杨经理是从国有行跳槽过
来的，客户多一些，小齐家里开着大型超
市，资源也不少，往常营业部的任务两个人
都能完成。

但今年不同了，每个人不论资源多少
都有经营任务，完成任务情况直接跟工资
挂钩。而且任务量加重，已超出了杨经理和
小齐两人的能力范围。

而在招行青岛市南京路支行营业网点
内，不仅代销保险和基金等常见的金融产
品，一些通信、旅游等服务也在银行网点中
代销。在建行刚推出的信用卡业务中，强调
了在指定商家刷卡优惠的服务，而每一笔

代销业务都能为银行带来不菲的中间业务
收入，再加上传统的信托代销、基金销售、
报销代卖，中间业务收入成为新的盈利增
长点。

刚刚公布的2014年四大行手续费收入
数据显示，2003年银行收费项目仅有300多
种，2014年增加到3000多种。从各大银行的
年报数据来看，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大幅增
长，四大行手续费和佣金去年合计超过
4000亿元人民币。

“现在很多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是靠这
种业务量来发工资，就算是支行行长，工资
数量也是根据拉了多少存款、办理了多少
信用卡，搞了多少中间业务来定价。”银行
业内人士说，现在九折房贷银行也赔钱，只
有通过扩大中间业务收入数量，才能让银
行维持高利润。

银行还没被逼到那个份上

“结果究竟如何，谁也无法预知。”一位
股份制商业银行办公室负责人说，从今年
开始，连后勤人员也有销售中间业务的任
务，有员工跳槽到了P2P公司做网贷。

“还真有赚钱的，有人做一个项目就能
赚几十万。”这位办公室负责人感叹。最近，
他已经看到多篇文章预测，未来银行大规
模离职潮恐怕不可避免。

不过，光大银行一位离职员工表示，银
行员工跳槽到P2P的毕竟是少数。别看小贷
公司今天挣钱，但明天还在不在都很难说。
大部分银行员工不会拿安稳日子去换取一
时半会儿挣大钱。而他跳槽到另一家银行，
纯粹是因为个人发展空间受限。

从目前已披露的2014年上市公司年报
看，利润排名前10位的央企或准央企上市公
司2014年实现净利润1 . 18万亿，占去A股
2712家上市公司总利润2 . 43万亿的近半。在
这10家上市公司1 . 18万亿的总利润中银行
占了80%，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中信
银行6家贡献的利润就达到0 .95万亿。

不过这6家上榜银行利润增速都出现
不同程度减缓。其中，工行、建行、农行三家
利润增速几近腰斩。即便如此，2014年工行
以平均每天赚钱超过7 . 5亿元的盈利能力，
继续把持A股最赚钱公司桂冠。“国有银行
的长期垄断地位决定了这个现实：即使业
绩大不如先，但仍然能轻松‘完爆’其他行
业上市公司。”有分析人士撰文评论称。

“所以，大规模的离职潮不可能出现，
还没逼到那个份上。”上述光大银行离职员
工称，银行再难干，也比企业好干。

在这位前光大银行员工看来，说银行
的苦日子来了，那只是和之前的舒服日子
比的。去年，各种互联网宝宝看似狠宰了银
行一刀，但和银行手握的大钱比毕竟是小
钱，是动摇不了银行根基的。

“说到底，银行不能不改革，但又不能
乱改。银行目前的问题不仅仅是银行自身
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银行业的特
殊体制造成的。”这位前光大银行员工说。

经济增速放缓，不良贷款增加，互联网金融冲击强化，金融脱媒，股市走牛，收费大幅被砍，利率市场化落地……
银行正在穿越暴风雨。
一个月前，包括浦发银行在内，不少银行正在酝酿员工降薪，降薪幅度大多超过20%。这种降薪，并非真正意义上

的降低工资，而是绩效制改革——— 将员工薪酬中的20%、40%甚至是50%拿出来，参与到绩效考核中去，能者多得，弱
者吃亏。

“如果不尝试着去改革，我们银行就会被甩在其他行的屁股后面，永远也爬不起来。”银行业内人士说。
躺着挣钱的时代早已过去，正在寻找救赎之道的银行业能熬过艰难时日吗?大规模离职潮会出现吗？

2014年上市银行年报显示，在各商业银行员工数量较为稳定的前提下，应付职
工薪酬下降最为突出的农业银行与浦发银行,均呈现出连续三年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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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比 降

11 . 2%
同 比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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